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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黔南州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——

既种得好，又卖得俏

变盲目种植为有计划生产——

黔南蔬菜进了粤港澳

经济日报·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

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

为解决农业产业小、散、弱问题，
贵州省黔南州拿出超常规举措进行
农村产业结构调整。2018 年初，黔
南州开始推行农村产业革命，以 500
亩以上坝区为主阵地，减少低效作物
种植面积，扩大蔬菜、水果、中药材等
高效经济作物种植面积，通过规模化
种植、标准化生产、品牌化销售，实现
了产业富民。

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墨冲镇蔬菜基地全景。
2019 年前三季度，贵州省黔南州农业
增加值同比增长 5.6%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
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10.7%，增幅居贵州
省前列。
这样的成绩，与黔南州扎实推进产业
革命密不可分。2018 年以来，该州以 500
亩以上坝区为主阵地，扩大蔬菜、水果、中
药材等高效经济作物种植面积，农业农村
面貌为之一新。

革命性突破。
2018 年初，黔南州根据贵州省委的统
一部署，在全州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深刻的
农村产业革命。
调整农业产业结构，黔南虽然压力不
小，但也具备诸多有利条件。
一 是 在 过 去 的 农 业 发 展 中 ，尤 其 是
“185”工程实施以来，黔南州积累了一定
的高效农业发展经验，培育了一批农产品
品牌，如刺梨、罗甸火龙果、长顺高钙苹果
等，特别是都匀毛尖茶，
在国内已经具备较
推进农村产业革命，
高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。
有压力也有基础
二是农村农业生产条件大幅改善。近
年来，黔南州相继实现农村公路村村通、组
黔南州位于云贵高原东南部向广西丘
组通，农田灌溉水平大幅提升，
农村通信更
陵过渡的斜坡地带，境内多山地高原，
气候
加顺畅，农民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市场
冬无严寒、夏无酷暑，加之雨热同季，同时
意识有所提升。
500 亩以上坝区的数量和面积居于全省前
三是快速出省通道的建成，尤其是夏
列，农业生产条件在贵州省处于较好水平。 蓉高速公路的全线贯通，极大地方便了黔
长期以来，黔南州人民围绕“山”字做
南农产品便捷进入珠三角地区。同时，广
农业文章，尤其是前些年，政府大力实施
州对口帮扶黔南，也为黔南农产品进入粤
港澳地区提供了便利。
“185”工程，通过引导和激励，投入技术和
资金帮扶，打造了一批亩产值分别达到 1
万元、8000 元和 5000 元的农业生产基地，
生产标准化规范化，
为农村发展、农民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提升产品竞争力
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虽然黔南州农业发
展迅速，但与农民群众增收的要求相比还
有不小差距。虽然此前形成了一批具有地
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的突破点，在
于把低效作物的面积减下来，增加高效经
方特色的农业品牌，但知名农业龙头企业
济作物的种植面积，
让亩产值提上去。
不多，产品精深加工不够，附加值低，市场
竞争力不强。
种什么？既要照顾到当前面临的增收
等压力，也要兼顾长远的发展需求。黔南
总体而言，黔南州农业呈现“多的不
好、好的不多，样样都有、样样都不成规模” 结合实际，将茶叶、蔬菜、水果、中药材、刺
梨、生态畜禽 6 大产业作为重点产业来抓，
的状态，农业产业小、散、弱问题突出。
与农业发展不足相伴的则是群众增收
并要求“拿出最好的土地种植效益高的经
济作物”。
困难，地区贫困程度深。到 2017 年底，黔
南州的贫困发生率仍有 9.87%，高出贵州
为了整合资源，形成推进重点产业发
展的合力，黔南州还成立了由多个州领导
省平均值 2.13 个百分点，所辖 12 个县（市、
自治县）中，有 10 个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
领衔的产业发展领导小组，组建了工作专
班，具体组织领导相关产业发展工作。
重点县，所有县份都有深度贫困村。
“如果再继续用常规方式抓农业，
就难
种在哪儿？黔南州将 342 个 500 亩以
上坝区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阵地，
以在 2020 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
会。”黔南州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，必须拿
以“菜—稻—菜”的模式，在保证粮食生产
的基础上，重点发展优势产业，
提高了坝区
出超常规举措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上实现

（资料图片）

土地的综合效益。
既要种得好，
更要卖得好。
怎么种？如果按以往的方式粗放生
为了打造出最好的茶产品，黔南的梅
产，产品质量参差不齐，即使规模上去了，
渊、贵台红、匀山三家茶企组建了共同体，
也卖不出好价钱，
仍难以达到农业增产、农
抱团发展，
各有分工又相互协作。
民增收的目的。
“我们共同面对市场，
各自专注于最擅
面对难点，
黔南州一方面积极推广
“龙
长的环节，打造极致的产品。”匀山公司负
头 企 业 + 合 作 社（家 庭 农 场）+ 基 地 + 农
责人卢永乾告诉记者，联合发展避免了同
户”
、股份合作、订单生产等多种经营模式，
质化竞争，
减少了重复建设，
提升了茶青资
突出龙头企业的牵引作用，
带动合作社、家
源的利用效率，进而扩大了都匀毛尖茶的
庭农场和农户抱团发展，共享产业融合发
品牌影响力。
展的增值效益。如，龙里圣奇农业科技有
为了让农产品卖出好价钱，黔南州依
限公司在该县湾滩河镇走马村流转 620 亩
托市场流通对产业发展的拉动能力，构建
土地建成核心蔬菜种植基地，
在其带动下，
了产销信息发布平台，推动小生产与大市
湾滩河镇每年种植豌豆尖、辣椒近 1.4 万
场对接。如今，
“农超对接”
“农校对接”
“农
亩，
实现产值近亿元。
社对接”等多种产销对接机制在该州如雨
另一方面，
加强培训，
对农民进行技术
后春笋般涌现。
指导，推动标准化、规范化生产，大力发展
黔南州还依靠有形市场与电子商务、
绿色有机农业，
提升产品竞争力。如，
瓮安
直供直销等无形市场相结合，支持电商进
县在新建茶园时提出“宁要草，不要草甘
社区、扩渠道、搭建展销平台，加强农产品
膦”，按照欧盟标准组织生产，产品成功打
精深加工和快速流通体系建设，合理引导
入欧洲市场。据了解，黔南州目前通过无
各链条环节的主体之间做好购销对接，形
成种养加、农工贸、产供销一体化。
公害认证的茶园已经达到 80.5 万亩。
此外，黔南州积极抢抓广州对口帮扶
如今，黔南的农业正在从“为吃而生
产”向“为卖而生产”加速转变，
“什么赚钱
机遇，
组织开展
“黔货送粤”
行动。目前，
该
种什么，
什么赚钱养什么”
成为广大农民的
州有 4 个蔬菜基地被纳入粤港澳大湾区
自觉行动。
“菜篮子”
工程保供生产基地。
当前，品牌仍是黔南州农业发展的短
板，也是该州在推进农村产业革命中加速
大力培育品牌体系，
赶上的一步。
推动产销对接
目前，
黔南州已经确立将围绕茶叶、蔬
菜、水果、中药材、刺梨、生态畜禽六大特色
2019 年，一款名为“刺柠吉”的饮品火
产业打造公用品牌。该州启动了公用品牌
了。这款由广药集团研发的饮品，产自黔
创建行动，着力构筑以都匀毛尖、黔南刺
南惠水县，原料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刺梨。 梨、长顺绿壳鸡蛋等区域公用品牌为引领、
该款饮品克服了以往刺梨产品涩味较重、
企业品牌为支撑、特色产品品牌为基础的
口感不佳的问题，并通过王老吉的销售网
农业品牌体系，力争 2020 年实现六大产业
络，进入了千家万户。据了解，自 2019 年
都有一个公用品牌。
6 月正式投放市场以来，
“ 刺柠吉”的销售
同时，黔南州还将大力建设“三品一
额已经突破亿元。
标”
产品基地，
推进整县整镇整体认定无公
刺梨是黔南州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之
害产地，扩大“三品一标”产品总量和产业
一，
借助广药集团的力量，
迈入了新的发展
规模；
实施
“一县一品一牌”
培育计划，
培育
阶段。
打造提升一批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，通过
好产品需要加工成满足市场需要的商
两年创建，实现每个县（市）至少有 2 个拥
品，
才能实现其价值。推进农村产业革命，
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。

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加快“三农”高质量发展
中共黔南州委书记 唐德智
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，黔南州农业增加
值完成 223.4 亿元，增速 5.6%，居贵州省第
二位；12 个农业特色产业完成总产值 364.7
亿元。2020 年，我们将深入推进农业供给
侧结构性改革，找差距、
补短板、
强弱项，将
农村产业革命进行到底。
巩固提升坝区主阵地。因地制宜，精
准施策，强化督导，推进全州 342 个 500 亩
以上坝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，坝区高效农
作物种植面积占比达 70%以上，力争实现
平均亩产值达 8000 元以上，全年坝区农
业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经 济 产 值 达 49 亿 元
以上。
调减低效作物。围绕 2020 年调减低
效玉米 41.77 万亩任务，落实种植区域、调

减区域以乡镇为单位制定具体调减方案，
并对 1282 个 50 亩以上连片种植低效玉米
区域进行对账销号。
主导产业提质增效。抓好茶叶、
蔬菜、
水 果 3 个 主 导 产 业 提 质 增 效 ，新 增 产 值
17.25 亿元，实现总产值 232 亿元，同比增
长 7.9%。抓好蔬菜“321”高效栽培模式推
广，新增亩产值 5000 元以上，推广面积 18
万亩，共新增产值 9 亿元；实施低产园、老
果园改造，新增亩产值 1950 元，改造面积
10 万亩，新增总产值 1.95 亿元；落实茶园
提质增效计划，新增产量 0.28 万吨，提高夏
秋茶下树率，
加大茶叶新产品开发力度，
全
年新增综合产值 6.3 亿元。
稳定发展生态畜牧业。2020 年完成

生猪出栏 236.65 万头，生态家禽出栏 2650
万羽，畜牧业综合产值 65 亿元以上，同比
增长 8%。要抓好生猪稳产保供，抓好养殖
业
“盘活存量，
做大增量”
工作，
加大对养殖
业龙头企业招引工作。
庭院经济以线扩面。引导农户利用房
屋周边资源，发展种植型、养殖型、种养结
合型、旅游型、电商型、加工型庭院经济。
对 2019 年建设的 160 个庭院经济示范村做
好产业选择和技术服务指导，
对未纳入
“十
百千”工程的村，2020 年每个县（市）至少
新建 10 个庭院经济示范村。
“ 村 社 合 一 ”强 村 富 民 。 实 现 全 州
100%的村规范组建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，
100%的农民加入合作社。支持村级股份

经济合作社承接涉农项目，盘活农村集体
资产，
带动农民受益，
形成以村集体为龙头
带动农户共同发展的新模式，实现集体经
济增收。
畅通产销对接渠道。抓实州级农产品
公共品牌创建。以州级农业投资发展有限
责任公司为依托，实施区域公共品牌打造
计划，将蔬菜、水果、大米等产业品牌整合
起来，
统一注册、
统一商标、
统一标准、
统一
管理。以区域公共品牌统领，
构建
“区域公
共品牌（母品牌）+特色区域品牌+企业品
牌（子品牌）”的品牌体系；抓以产“找”销，
抓以销定产，提高州内农产品“农校”
“农
超”
“农企”
对接水平，
进一步加强与省内外
市场的对接力度。

除去坏叶、对齐、打捆……一眨眼工夫，新摘下来的菜苔在村民
罗景芬手中按大小摆放到了右手边不同的筐里，整整齐齐，甚是好
看。
这是记者近日在位于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墨冲镇良亩村的良坝
蔬菜基地看到的一幕。该基地是粤港澳大湾区
“菜篮子”
工程保供生
产基地之一。
“这些菜苔下午装车，第二天中午之前就能摆到广州的菜市场
上。
”
经营该基地的贵州珠江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黎兴告
诉记者，目前已进入淡季，蔬菜产量相对较低，
“ 如果在 6 月份到 10
月份，
基地里全是干活的农民，
每天有 30 多吨蔬菜发往广州”
。
良亩村群众一直有种植蔬菜的传统，
但此前多是小打小闹，
既上
不了规模，
也卖不远。都匀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发展中心副主任、蔬
果站站长朱子丹告诉记者：
“过去村民种植的蔬菜大多都是自己摆摊
售卖，或者通过菜贩子卖到都匀城区，生产具有一定的盲目性，价格
受市场影响大，
收入很不稳定。
”
2016 年 2 月，都匀市引进企业在当地成立贵州珠江源生态农
业发展有限公司。珠江源公司与广州海特果菜有限责任公司结成合
作伙伴，在墨冲镇良亩村流转土地 1200 余亩，实行连片规模化示
范种植。
“蔬菜基地改变了传统的蔬菜种植模式，更加符合市场需求，对
当地而言是一次深刻的种植革命。”朱子丹告诉记者，蔬菜基地的生
产根据市场变化而适时调整，
“什么好卖就种什么，什么品种价格高
就种什么。过去的盲目种植变成了有计划的生产”
。
而以往需要完成整个生产过程的菜农们，也从繁琐的生产环节
中解脱出来，成为产业工人，专门从事某一个环节的工作，工作效率
得到提升。当地采取接岔、套作、复种等多种方式，土地一年四季不
闲置，
亩产值最高可达 3 万元。
良亩村党支部书记吴书高告诉记者，
现在村民按时上下班，
收入
稳定，在蔬菜基地务工的群众月收入达 2000 多元，加上土地流转收
入，
收入越来越高。
为了保证蔬菜品质，当地有关部门还在基地配置了实时监控系
统，
安装了杀虫灯、黄板粘虫网等设施，
并建设了冷库。
在蔬菜基地的带动下，一批蔬菜专业合作社快速成长起来。这
些合作社同珠江源公司签订生产协议，
按统一标准生产，
产品也通过
珠江源公司远销粤港澳大湾区，
带动了群众增收。
据了解，黔南州目前共有 4 个蔬菜基地被纳入粤港澳大湾区“菜
篮子”
工程保供生产基地。该州所产蔬菜在广州、深圳等地已经建立
了一批稳定的销售渠道。
“黔南蔬菜进入粤港澳大湾区，既丰富了粤港澳市民的‘菜篮
子’
,又充实了我们村民的‘钱袋子’，是一举多得的共赢选择。”黔南
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琼芬表示，该州将继续以 500 亩以上坝区为
重点，着力构建更加完善的产业体系、生产体系和营销体系，进一步
提升蔬菜生产的规模化、标准化、市场化、集约化、组织化水平，让更
多的优质蔬菜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市民的
“菜篮子”
。

推动茶产业上规模、创品牌——

茶山变“金山”
本报记者 吴秉泽
“我们要加强协作，拿出最好的资源共同打造最好的产品，把品
牌叫得更响，
形成核心竞争力，
带动黔南的茶产业做大做强。
”
2019 年 12 月 20 日下午，在位于贵州省都匀市经济开发区的贵
天下茶叶公司会议室里，黔南州几家规模较大的茶叶加工企业的负
责人聚在一起，
分析形势，
共谋发展。
黔南州平均气温 13.6℃至 19.6℃，冬无严寒、夏无酷暑，雨热同
季，是茶叶的理想生长地区。该州的都匀毛尖茶，颜色鲜润纯净，香
气高雅清新，味道鲜爽醇香，自 1915 年在“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
会”获得金奖以来，多次在国内外茶事比赛中获得大奖，为贵州最具
影响力的绿色产业品牌之一。
近年来，
黔南州聚焦
“生态美、产业兴、百姓富”
，
进一步塑造提升
都匀毛尖茶的品牌影响力和品牌价值，
推动茶产业融合发展，
茶产业
走上了规模化种植、标准化生产、品牌化销售、产业化富民的绿色发
展之路。
据黔南州茶叶产业化发展管理中心生产科科长陈跃华介绍，该
州茶叶种植面积已从 2014 年的 94.1 万亩发展到目前的 161.8 万亩，
2019 年投产茶园达到 116.7 万亩，完成茶叶总产量 3.9 万吨，实现茶
叶总产值 63.7 亿元。
没有规模就谈不上产业。黔南州积极扩大茶园基地面积，推进
标准化、规模化种植。2014 年以来整合资金 5.5 亿元，建成了茶园
67.7 万亩，培育出都匀、贵定、瓮安等 5 个核心产茶县市，茶园过万亩
的乡镇、村分别达到 35 个和 21 个。
近年来，
黔南州更加注重生态有机茶园建设。黔南州委常委、宣
传部部长王芳说：
“无公害是我们发展产业的底线。
”
贵州苗岭雾海生态有机茶园有限公司在该州瓮安县建中镇打造
的茶园，
林茶结合、相间而生，
公司提出
“宁要草，
也不要草甘膦”
。公
司董事长赵连富告诉记者：
“虽然肥料、除草等方面的开支增加了不
少，
但茶叶的品质好、质量过硬，
在市场上的口碑不错，
收益也不错。
”
据了解，
该公司打造的生态有机茶目前已打入欧洲市场。截至目前，
黔南州已有 80.5 万亩茶园获得无公害认证。
在加工上，黔南州以都匀毛尖集团公司为平台，积极引进台湾、
福建等地的大型茶企，
大力扶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，
加快推动茶叶加
工向集团化、集约化方向发展。目前，该州已有涉茶企业（合作社）
1300 余家。
达到一定生产规模后，
品牌就显得尤为重要。黔南州围绕
“都匀
毛尖”
品牌，
逐步建立了严格统一的标准化品牌管理体系。并积极推
动都匀毛尖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的普及和使用。
同时，黔南州通过连续举办“茶人会”
“采茶大赛”
“斗茶大赛”等
活动，加强品牌推介，进一步强化产销对接，有力提升了都匀毛尖的
品牌影响力。2019 年，都匀毛尖的公共区域品牌价值已经达到 32.9
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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